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截至 2018 年底，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数达到 2.49 亿，占总人口比重的 17.9%，65

周岁及以上老龄人口 1.66 亿，占总人口比重的 11.9%，且以每年新增

1000 万人的速度发展，目前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同时约 7 成老人

患有慢病。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 2050 年，中国将有 35% 的人口超

过 60 周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据在落实贯彻国家“十三五”——《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则》提出的关于建立健全“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目标 , 我们要扎实推进每一个环节，特别

是做为老年人康复运动的应用场景上做出为老年群体所需的，开辟服务机构盈利模式的综合解决方案。

响应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智慧养老

发展若干意见，重点推广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中国老龄化背景 关于智慧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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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

精准康复

主动健康

01 02 03

居家远程医疗 大数据精准康复是在传统医疗概念的基础上融合了物联网、远程医疗和大数据智能决策引擎等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和智能网络平台，

通过嵌入式穿戴设备感知和监控人体的生命特征并收集和反馈康复相关信息，发出干预信息和治疗方案。

在诊断和治疗的过程中采用大数据智能决策引擎进行分析、挖掘、数学模拟、图像分析等手段获得信息、传递信息，进行诊

断，评估疾病风险，开展智能判断、决策，展示并提供干预措施。

数字精准康复是通过高科技手段而建立的专家系统，是人类在康复治疗领域的智慧通过机器和人工智能的延伸和放大。

专项聚焦“以健康为中心”的战略转变和“健康老龄化”的战略需求，以主动健康为导向，以健康失衡状态的动态辨识、健

康风险评估与健康自主管理为主攻方向，重点突破人体健康状态量化分层、健康信息的连续动态采集、健康大数据融合分析、

个性化健身技术、老年健康支持技术，引领构建新型健康感知、辨识、干预与管理技术体系，全面引入老年运动康复评估和

康复训练的科学理念与方法，结合活力老人、亚健康老人、半失能失能老人、失智老人的各自特点，从视觉，听觉，肢体，

体征，认知，数据和患教多维度并以大数据及 AI 算法为工具，覆盖慢病管理、亚健康干预、健身健康、运动处方、运动康

复等领域，为老年人提供跨越医学，营养，运动，心理四大学科的，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

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半数民众居家隔

离，人民对病毒传播的恐惧溢于言

表，这明显刺激了通过手机和视频应

用程序实现的诊疗量猛增。

而且随着疫情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

的国家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对远程

医疗进行调整而使其变得更加灵活，

从而惠及更多的普通老百姓。而根据

疾病医疗保险数据现实，隔离结束后

这一趋势依旧坚挺。

当前，大数据技术在诊断、康复训练

等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利用大

数据来促进医疗康复和健康管理的

发展成为可能，数字化康复治疗已经

成为发展的重要方向。

通过采用大数据技术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养老服务人员的工作难度、

提升服务人员的诊疗效率，同时可以

降低诊疗成本，其中包括患者的检验

成本、康复成本等。

虚拟现实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康

复治疗的各个方面：在注意力缺陷、

空间感知障碍、记忆障碍等认知康

复、焦虑、抑郁、恐怖等情绪障碍和

其他精神疾患的康复、运动不能、平

衡协调性差和舞蹈症等运动障碍康

复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康复效果。

空间感知障碍和运动功能受损患者

的康复训练是重要内容。

三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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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医生系统（国家《智慧健康养老产品推广目录》入选产品）是由天

津茵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智能化养老为老服务体系。

遵循 主动健康 的理念，运动医生系统全面引入老年运动康复评估和康复

训练的科学理念与方法，结合活力老人、亚健康老人、半失能失能老人、

失智老人的各自特点，以大数据及 AI 算法为工具，为老年人提供跨越 

照护、营养、运动、心理 四大学科的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

运动医生依据 主动健康 的理念，同时结合 6 大技术支撑，并遵循国内外

10 多种规范标准，从听觉、视觉、肢体、体征等 7 大领域，通过自行开

发的 8 大终端应用为老人提供 评估 + 康复 +  治疗 一体式服务。

通过多方面进行评估，让老人直观的了解自身身体状况，同时为老人提

供更多的康复引导场景和训练方案，从而起到帮助老年人保护大脑，改

善长期记忆，提升自理能力以及预防老年性肌少症，老年痴呆等疾病的

作用。通过使用智能运动训练系统，可以增强身体的灵活性、减少痉挛

的状态、保持行走的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血液循环以及肠蠕动，恢复

肌肉的剩余力量，增强患者的康复信心。

10+
BM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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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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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十多种规范标准

4
四大学科

7
应用领域

6
技术支撑

8
终端应用

运动医生解决了什么

运动医生管理流程什么是运动医生
What Is Therapy In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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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
专家团队的组建

专家组制定干预方案
（大数据支持）

组建私人管理小组
(医学、营养、运动、
心理 )

实施干预措施
(运动医生 )

多学科专家组动态
改进调整干预措施

随访跟进

危险因素的筛查

患者的确认

患者
登记基本信息

完善辅助检查
（10项）

患者评估和分级
（1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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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技术支撑
Six Technical Supports

解决了图像识别率比较低的问题，提高了计算机

的运行效率。特征提取更加准确、图像类更加细

致、图像匹配更加科学，快速获取图像信息并高

效处理。 

可追踪全部 10 只手指，精度高达百分之一毫米，

150 度超宽幅空间视场，以超过每秒 200 帧的速

度追踪手部移动，使动作与移动完美同步。 

实现了因为遮挡而无法定位的问题，避免了复杂

的程序运算，反应速度极快，几乎无延迟，同时

支持多个定位目标，可移动范围广，通过三维空

间定位精准判断用户活动范围。

图像识别

手部追踪

空间定位

七大应用领域
Seven Application Fields6
7

听觉01

数据06

视觉02

患教07

肢体03 体征04 认知05

实现了实时的人体动态捕捉、影像辨识，更高效

的处理图像数据，减少延迟率。对用户的肢体动

作进行实时反馈的同时，通过大数据的形式，对

用户行为进行数据化分析。

多种有效数据的传递，可以更快的检测出人的基

础形态。并采用深度学习和数据挖掘的人工智能

手段，采集行为数据。

利用计算机硬件与软件集合，呈现出实时的三维

虚拟环境，使用者可在虚拟环境中从多个方面感

知环境并与其交互。提高了感官需求的体验，同

时解决了真实世界中事件的不可复制性，可以足

不出户体验前所未有的新鲜感。

三维动态捕捉

压力传感

虚拟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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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病及衰老综合征的认知

老年病健康认知科普系统
PC

对老年病和衰老导致的身心机能变化给予多维度的

讲解和科普。

数据可视化

运动医生数据后台
数据展示屏

通过运动医生后台系统和智能终端，进行用户信息和

实时运动数据的收集，并对健康数据进行分析。

超声检测采集

便携式超声检测采集系统
平板 + 超声仪

超声引导下的可视化 PICC 基层随身超、临床视诊器，

对老人进行各项体征的监测。

运动控制能力训练

肢体评估康复系统
PC + 体感设备

通过人体骨骼划分为 32 组康复动作，提供 350 种训

练方式。

视觉及手指手掌引导式康复训练

VR 视觉及手指手掌评估康复训练系统
PC + VR 眼镜 + Leap Motion

通过眼病体验、视觉引导、视力测试三大部分完成对

老人视觉的能力及反应力、手指手掌关节、反射行为

的锻炼。

老年人能力评估

老年人能力评估 / 认知症筛查系统
PC  / 平板

对老人进行基本信息的录入并对老人的其他项目进

行个性化的评估，评估结果将会作为对老人制定方案

的基础。

听力检测和康复

听力认知评估康复系统
平板 + 耳机

从听觉察知、听觉分辨、 听觉识别、听觉理解四个

方面对老人进行训练，同时基于脑科学提供对听觉认

知能力的训练。

老年人体征参数检测

人体体征检测采集系统
体检机

人体体征检测采集系统可以快速、便捷、个性化的对

人体各项体征参数进行检测，帮助老人更好的了解自

身身体状态。8
05

02

08

04 06

01 03

07

八大终端应用
Eight Termin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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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能力评估 / 认知症筛查系统

老年人能力评估 / 认知症筛查系统作为一款实时信息录入系统，评估人员进入系统后可结合运动医生

其它系列产品完成对老人所需项目的评估，使评估过程更加便捷、简单、高效、规范化。

登入系统后，进行系统软件的操作指引，让初次使用老

年人能力评估 / 认知症筛选系统的评估人员对系统进行

初步了解，更好的为评估过程做准备。

对评估过程中需要的注意项进行认识，包括各项目评估

过程中的详细信息，完成评估须知的阅读后，方可开始

评估。

评估人员完成老人所需要的全部评估项目后，点击“打

印全部项目”后，会直接生成全部评估项目的纸质版评

估报告，方便评估人员和老人的阅读与分析，更好的为

老人制定康复和治疗方案。

评估人员老年人进行项目的评估和认知症的筛选，其中

包括必选评估项目和非必选评估项目，可根据老人需求

制定个性化的评估方案。

01  观看软件引导

02  阅读评估须知

04  打印生成报告

03  完成各项评估

老人基本信息

脑力评估基础能力评估

医疗护理项目

视觉评估 肢体评估

听觉评估 综合评估

语言能力评估 养老服务建议表

MMSE 简易智能评估

评估内容

评估流程系统应用
System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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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体系统分类 种疾病详细解析

门，共计 堂课程

02
对老年人做到言传身教，引导老年人家属感同

身受的了解老年人衰老带来的种种问题和临

床表现，使服务机构更加有效的进行针对性服

务，提高客户满意度。

言传身教

01
采用先进的三维技术呈现病理演示，同时以患

者第一人称视角进行症状的体验，从多种方面

让老年人对未来可能会面临的疾病有更多的

认识了解。

感同身受

03
帮助老年人对未来可能会面临的疾病有更多

的认识了解，在疾病真正到来的时候，冷静面

对，不害怕，不恐慌，积极面对疾病。

提高意识

05
通过康复引导场景和专家在线课堂的形式，从

病因、病理、临床表现、检查诊断、预防治疗

以及病后护理等多个方面对老年病进行详细

的解析。

权威科普

04
通过对身心老化和老年常见病的介绍，让患者

家属或养护人员对不同疾病的护理与照料方

法精细区分，做到科学智慧的区别照料。

精准服务

老年病健康认知科普系统是一款专门为养老领域开发的专业的疾病认知预防和患者教学科普软件。

呼吸模块、骨骼模块、消化模块、神经模块、
心血管模块、内分泌模块

黄斑性病变、阿兹海默病、白内障、脑梗、肺炎、
骨质疏松、高血压、肠易激综合征、消化性胃
溃疡、糖尿病

骨质疏松、老年性便秘、高血压、脑梗死、高血脂症、跌倒、糖尿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房颤动、
高血压、心力衰竭、中暑、瘙痒、尿失禁、眩晕晕厥、消瘦、低血糖症、肝炎、骨关节炎、高尿酸
血症、痛风、水肿、腹痛、胃食管反流病、胃炎、消化性溃疡、结直肠癌、吸氧的管理、心悸、胸痛、
心律失常、辅助排痰、胃管、老年痴呆、胆石症、肝硬化、静脉营养法、胰岛素、压疮、营养不良、
肾衰竭、尿路感染、前列腺增生

6 10

45 170+

人体系统 在线课堂 疾病详情

系统模块

老年病健康认知科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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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评估康复系统

组训练动作01  登录与注册 04  训练动作示范

02  肢体评估 05  训练结果

03  选择训练动作和训练场景 06  用户统计

组训练场景

大训练功能 30+

150+

5

肢体评估康复系统同时适用于养老机构、社区、家庭之间的康复锻炼，在本系统版本中，用户可以使用本软件

结合 KINECT 硬件进行康复锻炼，通过大数据处理用户数据，智能化的为用户推荐康复锻炼方案。相比较传统

的锻炼方式产生的安全、场地缺失、计划缺失等问题，都得到了相对应的解决。

认知能力训练：

包括反应力、快速记忆、逻辑思维和注意力

运动控制能力：

包括眼手脚协调、反应时间、平衡感、重心
测试等

个人素质：

包括自我观察、自我控制

社交能力：

包括协作、同理心、交流技巧等

身体素质：

包括听力、视力等锻炼

系统根据人体的骨骼架构划分出了 32 组康复训练动作涵盖了全身各个部位，并且每个康复动作中有详细的介绍，

解决了老年人对于康复知识的匮乏，以及没有器械操作的难题，同时采用镜像对称训练方法，根据 32 组动作设

计了 50 多款康复训练场景，其中涉及了逻辑思维，记忆力，身体感知能力，反应力，身体协调力等多种能力的

训练，共计 300 多种训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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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视觉及手指手掌评估康复训练系统

VR 视觉及手指手掌评估康复训练系统，是一款基于

虚拟现实开发的，了解病理和视力评估和视觉思维训

练的综合性软件。

在场景大厅中可以选择想要进入的测试，某项测试结束后同样可以返回到大厅，再次选择需要测试的场景。

视觉引导主要是训练视觉、手指手掌以及大脑的敏

捷。

根据指示击打相对应颜色的物体，击打完成后会有相

对应的分数提示。

视觉测试系统包含了 视力测试 和 辨色力测试 模块，

在同一场景中进行两种测试。

根据提示来对你看到的内容进行选择，判断你是否能

够看清，根据正确率得出视觉测试的分数，按照分数

生成最后的分级结果；

针对不同的结果系统会相应的建议，帮助日后保持或

改善视觉能力。

视觉引导 + 手指手掌康复训练

视觉测试眼病体验

视力测试生活场景 - 老人看书 辨色力测试

视觉引导 + 手指手掌康复训练

场景交互 - 方格检查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打破了常规的时间与空间的约束，

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满足系统的要求。用户打开设备

即可完成视力检测，大幅降低了用户测试、时间成本。

眼病体验包含了眼病的体验过程，从第一人称视角

体验，在沉浸的环境中感受眼病的变化过程。

02

0301

黄斑病、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类眼病体验：4

3 米标准对数视力表（视力测试）

第五版色盲测试图（辨色力测试）

测试依据标准：老人进家门、老人前往卧室、老人去客厅、老人看书、

厨房切菜、老人吃药、老人去卫生间、老人返回卧室

大生活场景：8

方格检查、帮助老人切菜、递水杯给老人、扶起老人种场景交互：4

系统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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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认知评估康复系统

听力评估康复训练系统是一款融合听力

评估和康复训练为一体的听觉言语学习

系统。

运用纯音测听及其它听力测试方法，简单

便捷的进行听力测试，初步了解自身听力

状况，软件通过不同的频率、分贝，以图

表方式直观展现测试结果，快速诊断听力

损失情况。

国际上通行的听觉发展的四个阶

段：听觉察知、听觉分辨、听觉

识别、听觉理解，本系统将该理

论作为指导，将丰富的视觉和听

觉素材有机结合，强化对特殊用

户的听觉康复。 

听力的损失和认知症患者主观认

知下降的风险比没有听力损失的

人群要高 30%。中度听力下降的

人群，主观认知下降的风险会高

42%。重度听力下降的人群，主

观认知下降的风险会高 54%。

听觉康复主要从听觉察知、听觉

分辨、听觉识别、听觉理解四个

部分完成素材库提供多种类型上

百种不同的声音，涵盖日常生活

的方方面面，为听觉康复训练提

供极大的选择空间。

所谓的主观认知衰退，指人们自

己主观上所感受到的认知下降这

些变化往往是认知下降的早期迹

象，而客观的量表还无法侦测出

来。所以我们通过听力的检测可

以监测和排查早期认知症患者。

听
觉
理
解

听
觉
分
辨

听觉察知

听觉识别

智能听力评估
康复系统

进入测试 登录 / 注册 添加机构 功能选单 使用指导 环境噪音监测 参数设置 测试并生成报告

0301

0402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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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温、血氧、血压、脉率、血糖、尿酸、总胆固醇、心电、尿液分析 肝脏、肾脏、甲状腺、背部胸水、颈动脉、大腿深静脉、桡动脉、胎心、盆腔、乳腺、脾脏 等

测试内容： 测试器官 / 部位：

特色功能： 特色功能：

采用高端彩超中常见的先进技术，相较而言，具有高质量的图像及功能。用户界面设计友好且易于操作。人体体征检测采集系统可以快速、便捷的对人体各项体征参数进行检测，帮助更好的了解自身身体状态。

支持二代身份证
128探头阵元
图像分辨率更高

支持第三方平台数据
对接

32物理通道
32/64数字通道接收

用户登录 绑定身份证号 / 手机号 录入个人信息 设备等待连接 扫码连接设备 设备设置

选择测试内容 血氧测试 心电测试 超声检测界面 冻结图像 用户详情

支持人脸识别

检测功能方便组合调整

远程诊断
教育解决方案

远程诊断
教育解决方案

全程动画语音引导自助
操作

逐点发射聚焦
显著提升图像质量

电容触摸，易操作 底层算法平台

一体化设计 /便携移动 图像零延迟、不卡顿

热敏打印报告单 GPU构架

01 01

02 02

03 03

04 04

05 05

06 06

07

08

07

08

人体体征检测采集系统 便携式超声检测采集系统

page   25/26了解运动医生



ESTABLISH 
COMMUNITY 
FOR THE AGED03 打造康复型连锁型
智慧养老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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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对称训练模式、引导式训练模式、视觉模式、认知模式、

肢体模式、听力模式、手肘手指模式、步态模式、人体体

征模式

种训练模式

爱德励智慧养老社区系统平台

01 02 0    3 04

118

17

8

17

9

05

老人基本信息、基础能力评估、MMSE 简易智能评估、视

觉评估、听觉评估、语言能力评估、脑力评估、医疗护理项目、

肢体评估、综合评估、养老服务建议表

项评估内容
老年人能力评估 / 认知症筛查系统、听力认知评估康复系

统、VR 视觉及手指手掌评估康复训练系统、肢体评估康复

系统、手指手掌评估康复系统、便携式超声检测采集系统、

人体体征检测采集系统、老年病健康认知科普系统

大终端系统

老年人能力评估、认知症评估、长护险等级评估、长短期

照护、术后康复、特定人群康复、个性化康复、营养膳食、

健康体检、老年学堂、助洁助浴、健身锻炼、居家远程康复、

按摩理疗、精神康复、心理康复、居家养老床位

睡眠监测、活动轨迹监测、实时体征监测、跌倒报警、烟

雾监测、燃气泄漏报警、水溢出报警、访客记录

项可拓展服务

种居家监测

建档 报告 康 复 居家延伸服务 数据

打印机、VR Vive、智能运动地板、智能训练手套、三维动

作捕捉摄像头、高保真耳机、平板电脑、智能床垫、智能地板、

智能呼叫铃、智能手表、智能网关、SOS 报警按钮、人体

生命感知仪、烟雾报警器、燃气报警器、智能水感报警器

种配件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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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型爱德励智慧养老社区
Health assessment center chain smart elderly community

爱德励智慧养老社区入选
ADI《2020 年世界阿尔茨海默报告》

爱德励智慧养老社区以三中心一平台（健康评估中心、茵诺运动医生康复健身中心、居

家呼叫中心、大数据平台）为数据支撑，通过运动、心理、营养和照护跨学科的养老特

色服务，贯穿在社区嵌入式和居家延伸服务中，进行连锁型智慧养老社区的运营。

2020 年 9 月 21 日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国际阿尔兹海默病协会（ADI）发布了一份与

认知症环境设计相关主题的重要报告：

《2020 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报告——设计、尊严、认知症：与认知症相关的设计和建筑环境》

（World Alzheimer Report2020:Design,Dignity,Dementia: dementia-related design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介绍包括家庭环境、日间照料和居住护理、医院和公共

建筑等各类型环境中迄今为止的设计进展、最佳实践、先驱者和创新者。中国有 6 家认

知症照护机构入选，爱德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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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械与设施

信息化解决方案

人才教育与培训

社区居家养老

用户：老人

爱德励适老

茵诺医疗三中心一平台

知奈特教育

连锁型爱德励智慧养老社区

营养·运动·照护·心理

适老家具

健康评估中心

在线学习平台

迟暮居家照护

适老卫浴

康复健身中心 - 运动医生

校企合作

远程监护

老年健身中心

适老产品

居家呼叫中心

培训机构

失智失能长照

老年评估中心

社区老年大学

康复辅具

综合信息管理平台

运动医生康复中心

家庭养老床位

营养膳食

上游

下游

中游

企业生态



健康评估中心
Health Assessment Center

通过运动医生人工智能的手段对老年人的基础能力、精神状态、慢性

疾病、视觉听觉、言语认知、肢体肌力、人体体征等多个维度进行持

续型评估并得出专业评估数据。

按照老人能力分为  失能老人、半失能老人、失智老人、活力老人；

按照照护等级分为  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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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慢病老人，可结合老人的身体

状态，提供膳食营养搭配服务，从

健康饮食上实现对慢病的控制，达

到健康康复的目的。

针对患有肢体障碍、听力障碍、视

觉等疾病的老人，通过运动医生系

统为老人制定合理的康复训练计划，

由机构专业的康复师带领老人进行

周期性的康复训练。

针对精神抑郁的老人，我们通过日

照中心的社区养教结合，定期开展

老年大学学堂教育，开展绘画、书

法、烘焙等课程，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另外开展心理慰藉服务，时时关注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及时对老年人

进行心理疏导，排解老人的负面情

绪及疾病压力。

设置独立的休息室及医务室，定期邀

请中医专家为老人开展中医义诊、定

期体检、用药指导、中医大讲堂等服

务，推动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

展；为老人提供专业的日照居家照护

服务，满足老人照护需求；运动医生

系统对于失智特定人群给与精准的照

护支撑。

营养服务

照护服务

运动服务

心理服务

01

03

02

04



为老人提供更多的康复引导场景和训练方案，从而起到帮助老年人保护大脑，改善长期记忆，提升自理能力以

及预防老年性肌少症，老年痴呆等疾病的作用。对于偏瘫，截瘫和老年慢性疾病的患者进行相应的恢复训练。

康复治疗主要用于由痉挛、中风、多发性硬化、三瘫一截、帕金森氏综合症、骨质疏松等疾病引起的神经系统

和肢体运动障碍。

建立社区健康康复训练中心对自理老人、失能老人、失智老人进行、评估、训练、康复治疗，运动医生系统设

备采用 3D 动态捕捉技术，VR 虚拟交互，空间定位，图像识别，弯曲度传感，手部追踪等多种人工智能技术结

合了老年运动医学的数据算法。完成老年人评估训练康复的三个应用场景，从而可帮助活力老人健身、亚健康

的老人训练、患病老人的康复需求。

康复健身中心
Rehabilitation fitness center

从运动医生七大领域帮助老人简单便捷的进行心肺素质、力量素质、

灵敏素质、柔韧素质、平衡素质、身体形态等素质的评估，直观的了

解自身身体状况。老年人可通过使用智能运动训练系统，增强身体的

灵活性、保持行走的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血液循环以及肠蠕动，恢

复肌肉的剩余力量。

六大技术支撑 七大应用领域 六项身体素质

心肺素质 痉挛图像识别 听觉

力量素质 中风三维动态捕捉 视觉

灵敏素质 多发性硬化手部追踪 肢体

柔韧素质 三瘫一截虚拟现实 体征

平衡素质 帕金森氏综合症空间定位 认知

身体形态 骨质疏松弯曲传感 数据

患教

中心特色

多种疾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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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老化改造 老年辅具租赁

智能监测 迟暮照护

居家呼叫中心

家庭养老床位

Home call center

基于居家养老的老人，我司推出家庭养老床位的理念，

以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养老服务的思考，利用智慧养老

的手段进行完善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模式。

为保证老人居家环境的安全，根据运动医生

系统的评估数据，针对运动障碍老人，在卧

室、厕所、客厅加装适老化扶手、对地面进

行防滑处理、配置适老化家具、安装智能呼

叫设备等。

根据老年人的评估数据判断老年人需要的辅

助器具，如腋杖、轮椅、护理床等，通过运

动医生平台，进行老年人辅具适配的评估，

完成辅助器具的租赁，我们会先对老人及家

属进行辅具适配及使用培训。

通过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安全智能检测智慧养

老系统进行养老安全的监测如智能床垫呼

叫等，智慧养老管理系统由 4G 网关（兼容

WIFI）、 各 类 传 感 器、 客 户 端（APP） 和

WEB 管理平台组成。系统能感知老人活动，

分析老人行为轨迹，并对各种险情做出预警；

管理平台有一对一、一对多和对分组用户进

行留言和语音文件推送功能。

针对居家照护老人我们提出迟暮照护体系，

将失智失能老人照护与互联网 + 相结合，首

先通过运动医生的系统平台，时时获取社区

老人的需求，再与我司旗下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持证上岗的工作人员相结合，通过互联网

+ 的模式，将工作人员与老人进行需求的对

接，提供一对一的上门服务 , 包括助浴清洁

服务、健康养护服务、风湿痛理疗服务、寒

湿病理疗服务、慢病照护服务、脑中风照护

服务、偏瘫照护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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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及外设

管理平台系统架构

智能手表

水浸报警器

主机遥控烟雾报警器

人体红外感应仪 网关一键呼叫主机

燃气报警器

SOS 防水挂件

服务呼叫铃

固定 SOS 按钮

智能睡带

门磁

居家呼叫中心 - 智能检测

管理平台功能

信息监控

行为分析

SOS、烟感气感报警

独居老人画像

行为异常报警

预警开关设置

动态监控

异常预警

留言推送

用户信息

政策宣传

用户信息管理

用餐用药

嘘寒问暖 体征测量

各类通知 医疗常识

呼叫服务

设备信息

家政服务

在线状态

助餐服务

配件信息

助医服务

软件版本

其他服务

环境温度

网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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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运动医生用户分布、社区养老服务点分布、机构长照服务点分布、用户年龄 / 性别概况、运动医

生智慧终端使用情况概览、新增用户概况、服务满意度调查、老年人服务等级评估统计。

包括用户活跃度概览、用户年龄 / 性别概况、运动医

生智慧终端使用情况概览、社区健康康复中心比例概

况、合作机构统计、用户位置信息、最新登录用户等

信息。

包括养老机构分布、用户年龄 / 性别概况、服务项目

排行、服务状态、机构具体信息、家庭养老床位展示、

最新服务概览等信息。

包括入住概况、用户年龄 / 性别概况、入住类型统计、

收入概况、最新入住用户信息、老年人照护类型统计、

老人 / 护理人员数量等信息。

通过后台管理可以方便快捷的进行老人信息的录入与

韩侃，极大简化了老人档案的管理过程；同时也使机

构更易于开展护理人员排班管理、机构人事管理、后

勤管理等工作。

运动医生 - 综合数据 总体数据

社区养老 - 综合数据

机构长照 - 综合数据

后台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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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河东区二号桥街道瀚棠园社区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辐射

周边融科瀚棠社区、安吉花园社区、金地紫乐名轩社区等多个小区，

服务于小区 60 周岁以上老人，在满足日间照料五室一校功能和

服务的基础上，打造了特色的康养教型日间照料中心。

社区内部开展老年大学，寓教于

乐，丰富老人生活，提升老人的

知识。

康复中心结合运动医生系列产品

完成对老人的评估和康复，可以

帮助老年人保护大脑，改善长期

记忆，提升自理能力以及起到预

防老年性肌少症等疾病的作用。

经过适老化改造的浴室让老人更

舒适的使用卫浴设施，同时保证

了老人的安全。

康养教型日间照料中心
瀚棠园日间照料中心

运营案例

老年大学
01 02 03

康复中心 助浴助洁

社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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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德励的一天

换鞋洗手漱口→入座用茶→生命体
征监测

健康状况确认 08:00~10:00

预防跌倒操 / 健骨操 / 手指操 / 自
立操

爱德励早操 10:30~11:00

营养师配比三菜一汤

营养午膳 11:20~12:15

多样化午休空间、香薰助眠

香薰午休 12:25~13:30

水果、养生粥、小糕点

长者欢乐道别、健康信息传达家属

缤纷下午茶

笑别明晨会

15:00~15:20

16:00~18:00

健康养生小知识 / 每日新闻 / 历史
上的今天

晨间相见欢10:00~10:20

健身器材训练指导

机能训练11:00~11:20

护士定时定点指导服药

服药指导12:15~12:25

安心、安全的沐浴护理

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每天不
重复

尊享沐浴

多彩文娱

13:30~15:00

15:30~15:50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认知症发病率大幅增加，认

知症老人会伴随着严重的记忆障碍，也会缓慢失去

一些功能，当认知功能障碍恶化，会为老年人生活

带来困难，导致生活不能自理。 

在老人的生活环境中做

到无边角、硬角，通过

家具的圆角降低老人磕

碰到桌角的危险性。

配合暖色系色彩和注重

放隔音效果。

多色会扰乱老人的神经

系 统， 居 室 色 彩 多 以

“光”、“热”的暖色

调搭配。

家具尽量靠墙摆放，让

出 活 动 空 间， 不 宜 多

放。并保证良好的空间

视野。

居室忌“角” 居室忌“闹” 色彩忌“艳” 摆设忌“多”

角 闹 艳 多

枫愉园智慧养老服务中心为失智失能老人提供专业的

24 小时照护服务，以人为本提升失能、失智老人的

生活质量与生命尊严。形成以老人为主体，护理人员

为辅助体的共同生活形态。

社区内的全部设施已做

适老化处理，同时结合

运动医生系列产品对老

人进行智能检测，确保

老 人 每 天 的 活 动 安 全

性。

小熊相框帮助老人增加

记忆力，老人可以选出

自己心仪的照片放到相

框上，同时可以添加其

它元素，作为自己房间

的标记。

我们为痴呆症患者提供

舒适的环境，墙壁和地

板上的颜色有助于营造

空间感，确保老人对房

间有清楚的认识。

通过在社区使用智能地

板、智能睡带等智能化

设备，可以在控制中心

查看老人的体征、活动

轨迹等信息。

在 社 区 内 打 造 80 年 代

怀旧小屋，基于人工智

能的回忆疗法来帮助有

抑郁症状的痴呆患者，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记

忆站”。

康养教型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
枫愉园智慧养老服务中心

运营案例 社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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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受到吴仪总理的接见，并获得高
度评价。

2019 年天津科教频道生活黑科技节目对
我司养老智能化展开了专题报道。

2014 年央视朝闻天下和午夜新闻对我司
适老化配置智能化领域进行报道。

2014 年天津卫视居家大变身节目对我司
展开了专题节目。

企业简介

01

03

02

04

相关报道
About us Related reports

荣获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荣获  国家智慧健康养老示范企业

所获奖项：

录入  国家智慧健康养老产品推广目录

选入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发起 ADI 阿尔兹海默联盟 2020 年推广经典案例

茵诺医疗成立于 2010 年，作为德国 Rehacare 康复协会的企业成员，美国 CES 电子协会的企业成员，京津冀养老人才培养

企业成员，养老行指委企业成员。致力于养老行业的上中游发展和建设，创建适老化产品，智慧养老产品，养老人才培养和

连锁型社区嵌入式连锁机构运营的独立闭环的养老生态链，旗下包含三大品牌，爱德励适老，爱德励智慧养老社区和运动医生。

与高职院校合作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老年护理专业和康复治疗专业。建立智慧养老智慧健康产学研基地，服务于课程的开

发，实训基地的建立和人才培养。以开展与 15 家学院的深度合作，并参与学生的实习就业和人才输送。

茵诺医疗

适老化家具，适老化卫浴，适老化辅具的产销研一体化的运营模式，并在唐山投资了适老化产品的研究中心，拥有 8 个实用

新型及外观专利，并完成了 86 家的养老机构的筹开和产品配置项目。

爱德励适老

设置健康评估中心系统，康复健身中心系统，居家呼叫中心系统及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其中运动医生系统设备作为康复健

身中心的核心，全面引入老年运动康复评估和康复训练的科学理念与方法，结合活力老人、亚健康老人、半失能失能老人、

失智老人的各自特点，从视觉，听觉，肢体，体征，认知，数据和患教多维度并以大数据及 AI 算法为工具，覆盖慢病管理、

亚健康干预、健身健康、运动处方、运动康复等领域，为老年人提供跨越医学，营养，运动，心理四大学科的，个性化的健

康管理方案。该系列产品享有 12 个软著和 1 个外观专利。

茵诺数字化智慧养老

连锁型社区嵌入式的养老中心的运营，打造康复型的社区嵌入式模式，建立三中心一平台的数字化基础，即老年评估中心，

康复健身中心，呼叫监测中心及综合管理数字化平台。所创建的模式输出和自主运营的社区嵌入式，已覆盖 6 个省市，26

家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及养老机构。

爱德励智慧养老社区

茵诺医疗教育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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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支持单位

合作院校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upport unit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13 3
13 项软著 3 项专利

美国运动医学会

天津大学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上海东海学院

天津职业大学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附属医院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医学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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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爱德励公众号

天津茵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Tianjin Innovator Medical Tech. Co. Ltd

022-84841648     022-84841659

天津市空港经济区融和广场 6-2-605


